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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貴賓、各位姊妹，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能在「自在的生
活」裡 9和大家結緣，共向探討
佛法給予人類的指導。
佛法的宇宙觀、人生觀，蘊
含著深刻的道理，不是一般人所
容易認識的;一旦將它落實到生
它竟是如
3我們刻會發現
活中

此親切費各位來參加年終拉討會
9 一定想為明年開創一番新氣象
少不前帶著新鮮的心來聽聽這方
外之 -日
11 見憨的人生閱歷或許比

H不
H 為自己求安樂

衣那一樣不是親自動手?雖說現

所及也只有疲於奔命了!

接不暇，而我們的意念隨著五官

，我們要應付、學習的常識

怎麼說呢?大家一定聽過「
八門現代人
自利利他」這句話，各位在家裡
每天我們向自己說
的作為，正是這句話的質蹺-﹒三
「要跟
餐總要等先生、孩子吃飽了，才 得上時代」、「現代人沒有現代
將剩菜裝進自己腹內;燒菜、洗 的常識，是無法在現代生存的」
比古人不知多了多少倍，但我們
在有全自動洗衣機，一滴水也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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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手，但是整個過程的操作， 一天部仍然只有廿四小時。
刊發
還是要靠各位。倘若身為職業婦 電腦、心理學、××學
好像
女，每天工作八、九個小嗨，拖 不知道這些就比別人矮了一截。
若疲憊的身子，問到家中，先生 人與人之間，彼此見面說的不是
可以翹起二郎腿君電視，婦女們
仍舊毫無怨尤的做這些一家務。

認識現代人生活的特性，同時也

「我新買了一輛車可別馳』的。
」「你的孩子考上哪一所大學?
」，就是「我先生叉升官了」、

「××人的存款聽說是×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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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買了一棟別
」

同失落的權衡

提供什麼?
這些已經很少有
人顧意想，除非他有一顆悠閑的
心靈。因此，多少人忙碌一生，
錢財、地位都有了，心靈卻比虛
1.

空還空虛，一這樣的人生是沒有辦

法得到真正自在的

﹒自在的生活
怎樣才能有「悠閒」的心情

o

，過自在的生活?在此有幾個佛
法的原則供大家參考，而在介紹
這幾個原則之前，大家要先認識
一個觀念，鄉就是「級起的人生
觀」

緣起的人生觀
「緣起」簡單說就是凡事都
有它的條件，因為條件具足了，
所以有搧前呈現出來的結果，換
言之，囡緣條件變了，事物的結
果、相貌也就跟著改觀。因此，
世上的亭亭物物都是因緣條件不
斷組合的結果，而世間萬法不斷
地變動，因此也就沒有位常不變
的事物!!這就是佛法的宇宙觀
、人生觀。

缺一不可
打個比喻，今天大家能安心
的坐在這種關年終檢討會，除了
因為有一倍婦聯會的組給外，還
要有香光寺這一怯一個揚阱，並有
鄉長夫人到香光寺連絡， 杏
J 光寺
的法師也一闢意更動原來的計畫來
到會場，從鄉公所調來筒子

配合，再有鄉長夫婦昨天親自來

，一看到絲瓜就起雞皮疙裕，一
只有寄車速賜康、自扳、強力膠
、創造它，這沫，誰叫說人生不走
帶著神識暫時進入忘懷，自我、忘
想起紅鳳菜馬上浮現那難以下鳴
採縱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九?
對「綠起的人生觀」有了粗
懷現實的昏要幻涯中;或用最原 的黏膩感，於是，向大師父說以
始、最本能的色、情證賞自己的 後不要再往紅鳳菜了。
淺的認識之後，落實在生活上，
存在。我代的物質來得太容易，
我們要如何實踐它的精神呢?以
沒想到，大師父到這怯倆一不
生命在共中嚴重地迷失了!或許 .﹒「對於吃，出家人首先要建立
下分四方面來說﹒大部份的人且還不到如此嚴重地步 一個截九中心
用劫、弘法是我們的
H 掌握當下
，而事實上在臼常生活受感官所 責任，只要認真隨力去傲，佛菩
欺騙的情況，依然是普遍存在的 薩白然會護持，所以，只要佛祖
就是面對事物的每一科那，
有飯吃，出家人就有飯吃，不要
老老實實的君清楚因緻條件，並
煩惱沒飯吃。其次，吃東西的目
旦老老實實做一一這個因緣下要做的
又香又臭的臭豆腐
的是要維持健力，只要有營養能
事，否則，終日抗-緬於過去或徒
吃飽就好，不要八方別好不好吃，
然寄望於未來，都是非常不切實
這兒講一個笑話
東西好不好吃，只定舌弱的分別
際的。是拖拉過去的經驗，變成
香光寺在每天傍晚時分常可
乳泣的叫筒說，表來的理想化為聽
或到從內埔街上擴音機傳來的聲 而已。高明巧善的廚師也只是靠
p「來喔1.來喔!人客要吃香色、香、味來騙你的一古說，跟你
在的指南，而在每一個當于安成 -z﹒
的閏月無關。東西一旦嚼逸，吞到
它，去拔一是個充實而成功的人叉
生好吃的臭豆腐就來喲!我們的
臭豆腐香又好吃喔!你們如要吃 肚裡'那還分得出什麼菜、什一眩
你不要被你的舌
味道、顏色
香又好吃的臭豆腐就趕緊來喔!
以我自己為例，剛出家時自
」!!這個名叫叫「臭豆腐」的東 頭騙了!」
認為精進就是不休息，所以常常
所以，所謂的「意破」、「
捨不得睡覺，把時間拿來誦經、 西，居然又香叉好吃，實在很矛
盾，但顯然這個廣告很有效，因 草 kr」，如果能從事物的實用性
拜佛。但，人的體力有限，不是
、白的性去體會，不被五{目的感
為他一直從相同的地方傳來，停
出了家馬上成佛。幾個月下來，
空所迷惑，才能得自在，如此，
還沒上課就開始打瞌睡，老師說 了好一陣于後，才文從另外一個
地方響起來，可見買的人不少。 我們也才可騰出時鬧，做更多有
這個現象表示﹒﹒發明臭豆腐的人 意義的事情。
，非常了解人類口舌的需要。同
透視物質的功能
樣，這也說明了感官生活是人類
曾經，有位信徒來寺提到

的本能需求，所以現代的廣告商
，想鑫各種辦法，刺激人們的感

他隔壁住著一戶有錢人家，買了

等到新的

o

廠牌一推出，雖然車子還是新的

共三輛車，各行各的

俊可以沒有呢?就這樣，父子總

于有了，想想老三也不小了，怎

做事業了，不可以沒有亭。大兒

官，好引起一購買欲的道理就在治 一輛車給大兒子，理由一是大兒子

感官的生活，本來無可厚非

，但若完全被它牽引，忘失較高

裘。

飯時吃出飯香，睡覺得一仲腿就

什麼，一點也聽不進去，等到天
黑了，只好挑燈夜戰趕功課，結
果是把身體弄跨，做事也沒效率
，還養成壞習慣，那麼，到底如
何才是「掌握當下」呢?簡單說
就是「飢來吃飯，睏來眠」現在
該做什麼就作什麼，不要自作聰
明，這道理說來容易，做起來划
是個大學問呢!我們有多少人吃

可以入眼?

口看破放下

「師父啊!你

，他們就說要換新車。
這樣
，那天再出了新名牌，一定也要
再換卒，每天辛苦賺來的錢光應
付這些一身外之物就夠了。他們未
曾想到--再名牌的車也只是交通
工具，再豪華的車于，一個人充

佛法告訴我們

物寶只是

其量也不過坐一點點而已。

增進人類生活幸福的玉具，為了

人類生活的使剃，有必要由物賓
的改善做起，但妥犯「追求物質
」當成生存的唯一閏月的，結采必定

比汽車、比傢俱、比孩子的成績

人，天生會比較，比房于、

免于小7身為此仰仗的茫然專為苦。

要布施絲瓜當然好啊!結果用機

幾乎無一不

、比先生的事業

林玉雲

其消木

治稀琪

陳大樹
林詩諒
吳責珠
「伊文
游雪卿
「伊琪
陳秀卿 陳品全
林善士 然各氏
解于革同 兵中心翰

林映秀陳俊銘

陳楊素娥

王美姐陳給美
陳士心坤無名氏

賞一股樺張懷文

壹佰一兀整﹒塗美智吳碧秋
陳泰源張宮維

陳寅玉葉

EE離
-V

陳俊郎陳俊維

于李錫堂吳素雲

時正逢雨季，寺裡的菜圈也只有

(下轉第三版)

比。看到別人飛黃騰達，而能安
份、踏實地生活，是很需要掙扎
的，唯有智者能夠在主官接觸外

，他們艾熱心送了兩布袋來，這

車載了三大布袋回來，還沒吃完

們要絲瓜嗎?我們的絲瓜生產太
多了，賣了會虧本，叉沒有人耍
，你們來搞好嗎?」出家人一向
是人家給什麼就接受什麼，有人

居士打電話來說

學個例子，口罔聞七十一年的
夏天，萬維精會有事，許多師父
自南部，香光寺剩下幾個初出家
的師矢留守。一天，紫雲村有位

不要被舌頭囑了

理才恰當?

層次性靈生活的追尋，人就開始
墮落，過著和動物本能相同的生
活，結果是人類的文明表顏，社
會也逐漸腐敗。那麼，怎樣的處
第二個作法是看破放下。剃
了頭，著上僧服就算是君破放下

，總之，由於很多人提供心力、
體力及物質，才有眼前呈現在各

了嗎?當然不是!君破放下主要
唱的是心理狀況，不只是外在的
形格，怎麼說呢?

A7
日台商是中

位面前的場地，倘若場地、桌街
都有了，而各位不來參加的話，
今天的勝會，也就無法成辦了。

許多學者說

圈近代史以來最富足的一代，
衣食足，而後該是知榮厚的社
會吧!事實大大不然 大家樂、
六合彩風行、迷幻蔚暢銷、綁票

o

當我們重新檢查社會，會發
現 年輕孩子逃學、吸毒的不計
其數，女孩子或被迫或自顧做雛
妓的也不少，聲色迷離的理容總
鱗比
瀝、卡拉 OK 、咖啡屋

物質與生命的衝突

可見，各位的來臨對於這個局面

的人生觀」

的促成是怎樣的不可或缺!屑一這
樣的態度來看待世事就是「綠起

人生在握
因此，不同的困線條件組合

••

絲瓜，就是炒紅鳳菜，吃到最後

陳宗~口了陳宗豆

金一一佰一兀整;

李沒輝

......

紅鳳菜，就這樣每天的菜不是炒

葉惹虹張發梅
t

駝，伯一兀整:

街一突絨

邱依恩林庚年

呂冠該法哲起

謝昆益

貳佰一兀整﹒.
龔淑瑛陳聰明
陳大業陳金利

被動丈 蕭金蓮
劉美鳳
林許金菊

許谷清

便呈現不同的人生層面，幸福的 磁次，這些社會上最不幸的現象
人生必然有它幸福的條件，矢般 ，究竟因何而起?
是父母疏於管教?是受母愛
的人生也必然有其失敗的因轍。
「緣起的人生觀」給我們很大的 財如命出賣了孩子?是「貞潔」
i 明翠的人本會執若於仇成 日是沒落的名詞?是現代的人太
啟示 哲
靈感官的生活?是心靈極端的空
的結果，而舍去採完成就事物的
因緣條什，刊旦旦確實地去掌援它 虛，鬱闊無法排僻、提昇 q

呂碧瓊
劉美鳳

鄧一兀聞 玉手成珍
林璁智賴南君
蔡中心士心蔡欣純 其淑珍 賴秋思
陳{志成
林素月
陸佰一兀整
「沈玉英 馮、水添
尸郭銘富 待孟尤
會李秀另

陳老張炎明

伍佰一兀楚﹒.
洪振義林淑餒

.•

..

......•

、撕票煉人聽間的案件層出不窮

墅
動 9已經 組
μ 合若宗教家「本為自
己長安樂，但廠，采生待站砰苦」
的情懷。所以，今天在這裡和大
家談「自在的生活」'一方面是

阪意透過佛法的智慧提供一些方
法三讓大家能超越一向忙碌疲煩
的生活，擁有自在的人生。

@追趕的現代人

，車門少年犯罪頻繁、盜竊、搶劫
越來越多;遊行示威、自力救濟
到處可見
，到底我們缺少了
時代的闊步飛快向前，為了
應付多一兀多變的生活，現代人必 什麼?學自所見，多少人因為失

須不斷地學習。改善生活本是人 落了生存的意義，捉摸不到生命
類共同的廠望，但如今，它勾成 的價值，只有用最具實質的土地

我們緊抹與錢慮、路吋闊耍一彷、
徨房子、轎車來滿足，如果弄不
1

貳仟一兀整
洪宏宜焦國寶
林麗珠
壹仟完整

修慧法師

.•....

......

...
...

各位也許沒有宗教信仰，但
不上各位堅戶口間，但也佛門的黨習
9知識的累積
9
尤其是師父的教
這種將苦的位，自己身土撓，好
導曾使我有資糧在這裡和大家見
的都留給先生、孩于的用心和行
9
面 9個人很願意珍惜這項殊榮
提供各位最好的人生禮物!

9

這是宗教家存在

月初

張簡月意
曾和宮吳碧秋

•.

.•

的來源。隨若科技的進步，物質到，當然就設想各種門路來找錢
。似乎，物質、地位變成人存在
與精神生活發展的差距念永愈大
，外在的世界五光十色，同是
價值的唯一一種衡。反之，對生命
一個東西，昨天是新產口間，今天的堅貞、對自己的忠實，思索自
己存在的目標，省察自己與周遭
是新發明，明白文是大突破，我
人們的關係'悶悶自己能對他人
們的眼、耳、鼻、舌、身當然應

札趴刊將

••

.•

門家庭管理師
U
婦女的玉件，就一個完整的
社會結構來看，佔有拉拉大的份量
?尤其是在孩子幼小的心靈中?
乳
母孔的地位遠比仆V
仆
A重要;另一
方面、 9 一位成功的男人所以依無
筱一椒、之9
交
勇往直前地服務人群
往往是由為有從本一位墳內助

9

的生活心態

ll

費不但街家反照料待安妥貼貼 9
扎常能適時提供智主 9讓他走仔
史千坦，史他切合群血水。所以，
今天在這裡和大家談「自在的生
活」費是因為宗教家所擔負的社
會責任，i| 提供一個積極、健康
帶給社會一份穩定
堅韌的力量

A口。

於人間社會裡唯一的目的 9正和
諸位在家庭所承擔的責任不謀而

道請您送一份法喜到人間
「香光莊寂」是一份傳遞佛陀教育的刊物，發行至今已

進入第十四期
9崗原永每期一其份增至
-甲
H 問￡卅一仟份;三年
來晶宮萃的少數善心人士隨喜助印 9一而今面對日益增加的印
刷費及郵資

香光莊鼠雜誌社

..

...•.•

••••••

..

9
我們竭誠邀請您能發心贊助，送一份法主K泠
YM

更多渴望佛法滋潤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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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自由

華語

自從媽媽攸依了佛陀之後，

師父常常會到大寮幫我
們撿菜，因為多數現代女孩
是粗活拒不起，細活搞不來
。」

L?」師父邊洗菜邊問我。
「感恩!別人給我的任
何指導，我都心懷感恩接妥

入中心，加上生長於安適的環境
師文左手里握了一大把
薰染，自己從不需，亦不會
「族菜」﹒繼續說
「記住
向人乞求過任何東問，我伸
!出家人雙手托著餘，行乞
不出這雙手!
的何止是生存所需的物質，
當中還要涵養放下的功失。
放下自己的執著與驕慢，隔
露出謙卑、平等的襟懷，才

「此丘的一意思是什麼?」 能裝下信施的虔敬與信賴，
這是我們來到這世界所承受

歡、憂、喜、貧、自昌都放下

養自己的法身意命，向于化
導眾生悟入佛陀的知見。向
上的手，將自己的一切悲、

然發現阿彌陀佛圓滿、溫揹@

的僧服，我無言。

一切的眾生。」望了望自己

開交時，師父的大手再度適
時地出現在水盆里，只見他
雙手的指頭上下移動，就將
一斤片「菜葉」洗得非常乾
掙服貼，然後迅速交給左手

「不!不是這樣!」我

西是最可恥的，自己要站得
起來，不要讓別人看不起 1.

清淨的國士在佛菩薩的頭力
中堆砌起來，師父卸為我掀

1.

微

晚上到念佛堂體佛，訝

使自己向上提昇，更要承托

「一雙向上的手，不僅

，願意接受到人的種種給予

的右手，正緩餒伸向芸芸的

的一切恩惠。」

，在這當中接安自己，也容

「乞土 o」
「對，向上乞求佛法滋

出我的訊息。

突然，師父將他均手掌
「師父，為什麼妻子心
心朝上，伸向我，心一一衷一驚 向上?」抖顫的聲音，傳遞

回頭，同樣一隻手又仲向我

，忙將洗好的菜交給師父，
師父微笑著把它送進水中，

的。尤其像我這一向四大不
勤、五穀不分自認遠厄廚的
君于，碰到那些蔬菜還真不
知所措。師父一來，菜似乎
就變聽話許多，我們的手與
「作一個出家

某便有了一定的秩序與方向
，沉靜的說

低下頭避聞部父炯炯的眼神

納他人。」師父循循地解說

眾生，那手心是向上的

，規律地動作，往往因此節

，腦際閃過母親從小對我的

，已稍徵消釋、心中的疑惑，

暗的燈光中，我恍見一方方

?等到左手集了一大把後再

助的疑懼從心里升起。

「不可以隨便把你的
教誠
手心朝上，伸手向別人要東

手，我不要!

可是，母親的話依然在耳邊
響著ll向上的于是行乞的

行者要學習這樣!」一種無

L 可是師父為什麼要我們把

省了不少時間。
今天當我正為剛從菜園

手心向上呢?

開那帳臨的一角。

兩條制縫，像月牙兒飽問吋地掛在

、好壯觀，而且六鐘的風景很漂

亮恥!還有蝴蝶谷呢!」一 -些
U地

(上承第三版)

境的當下，冷靜地認清、透視物

自己的另一種負擔，若能如此，

質的功能，掌握自己的責任和使
命，恰當地運用可以達到目的相
關的物質，不讓無關的部分成為

則科技的發達，將確實地增益人
o

類生活的品質，帶給社會真正的
福祉

同喜捨布施

第三個做法是喜捨和布施，
喜捨就是布施，但喜拾比布施更

如何是布施?

有「學問」些。

記得以前過年時，總會有人

上門擺財神爺，他們每到-戶人

「

家轟戴上財神出具服裝，一直舞
薯，舞到拿了錢才肯走，碰到、這

1.

」偏偏新年大白天是

你若一右到那擺財神的人就趕快把

種情況，母親總是教孩于們
門關起來

不能勵門的，只好躲起來，免得

要給錢，如果不小心被撞見了，

這也畔「布施

Lo

才不好意思地給他幾個銅板，這
個是「布施」。
有時，我們在車站等車，碰
到有人斷了一截手，拿了個破鐵
盈遞向我們，為了表示自己和周
圍函無表情的人不同，或為了能
解除與乞者對立無昔日的尷尬，就
從皮包中拿了一個便幣丟進去，

但喜拾比布施更進一步，喜
捨是指「用歡喜的心情布施」'
為什麼能歡喜布施呢?因為布施
的當下，施者的心靈是非常滿足
的。要一個人布施不太難，方才

說的兩個例于便是，但喜拾則源
自盟軍足，只有在物質、精神各方
面有豐足惑的人才能「喜拾」。
所以豐足感一是喜拾來源，有位教
「豐足是指人生中一切
授會說

(于聽第四版)

，儲量與其他人分享，這樣就是

、體力、滿足感，我們的思想、
智慧、時間、金錢把它布施出去

有價值的事情，比如我們的健康

•.

踩回來的「放菜」忙得不可

即跟進，左右手一竟打起架，

絕收下一物一詣。

在?」丟不下這張眩，我拒

「見蔚!手心向上代表
什麼?」師父似乎察覺我的

方我們早都知道，而媽媽都從沒

轉ll-!!ill
ili轉
-iii

--il

o

興高采烈地指著畢業，紀念照介紹
還識她們要
每一位師父及同學

從佛學一初級
班畢業，媽馮拿
了全勤和學業優
良獎。畢業典禮
結束的那時此，全家人熱熱鬧鬧的
看她手舞足蹈地展示獎品，聽她

料互助的切友。

學研讀班時，她就趕了大早去報臉上，直跟彌勤佛一樣可就叉可

錄歌
機泉務之 i

掙扎||從小根深蒂固的觀

「向上與向下的差別何

放入于一道水去洗淨。我立
師父且我一付狼但相，不禁
「見蔚，什麼叫可謙卑

、

-h咽，

••

o慢慢地，會叫

麥能心隨
PHE

斬將異是教罔自己，所謂隨緣，更
是消梅、放棄的美麗藉口，凹過
頭來看媽媽是那樣誠意地要與眾

家里矮個兄弟姊妹都這樣覺

生廣結善緣。Ei--

，帶大了五個小孩。在她而言，

得，愈是長犬，反而跟媽螞愈是
親近。媽媽二十四歲嫁給爸爸，
二十發年來兩人合力撐起一個家

丈夫、茲于是她過去二十幾年來

確是要放上一輩于

o

先前她保有

的生活重心所在，而現在，我們
高興地看她有了一方屬於自己的
天空，並且在其中活的自我，更
展現牠潛投生命中的活潑生機，
我們也深深地欣賞著白她身上說
散出的赤于之心。漸漸地，我明
白了，我們一洹幾歪風來，媽媽的

激。

命的民誠的只希宅。

時餒，卻清楚地明白，這些說剝削 就去是一段紅街道，因為，經過
菩提樹下，媽媽會帶訴我看到生

春章又綠，信而從枝恆滿眼是
荳口，而遇無可奈何之際，也狀似
抖的川遠地說凡事隨緣。可是，更多新的契機。迷惘、加珊的助的社吋候，

清

媽媽的真情觸動了我的心﹒. 帶引我們走出這花花世界、萬丈
多年來，經過此一一自己無怯掌握的紅塵的迷障。感入中心及此，叫我如
何能不在佛前深深俯首，衷心感
因緣，許多情結常在心頭糾纏不

為心意最重要，一活是典人結緣哪 我們也稚嫩而壯嶺，往後她更以
抖把自己對生命的熱情與誠章，來

去過。媽媽畢業這件事，隨著她
名，關諜第一天，一一見興奮得像小愛 1.
講述的結束而熱度漸冷，我們也
學新生一樣，早早就穿戴整齊，媽媽很用功，每天接習功課
想轉個話題時，封叉見她撥了外
直催爸爸裁她宴上課，也不顧我，常常拿著書本、筆記問家里的
「老爸!
婆家的電話，大聲地
們取笑，切念著﹒-「上學是不能幾個小弦。現在家里的書桌前又
你女兒今天專業了，還得了獎，
遲到的。」其實從家衷出發封上多了一個伏案用功的學生，那弓
諜的地方只要五分鐘車程，苟且見詹背俯首的姿態跟在裁縫車前的側 看您要怎樣獎宜我?||啊!一
袋恭薯?li」
揖早了半個鏡頭出門。從此，她影是一樣的專注二凝神，可是在
媽媽果真帶向來一大袋地瓜
每週五晚上都帶著特製的書包上我們心中的感覺都不同l|}位
，外加半袋尚有泥土泠濕野味的
是照撓我們無微
花生。到家便找來許多塑膠耍，就
一、不至的母親，一
兵秋非
這樣把外公賞她的獎品瓜分，送
位別是與我們互
給左鄰右金，且把自較大的一份送
相呱稿、彼此照
給師父們。我們都說她，這樣的
東西也拿出去「或實」'她卻以

俊也像我們向她報告學校的事一
樣，「師父說」變成她的發語詞

學，放學時爸爸再去接她。回家
代，從她衣棚中那些牢腰身的洋
裝、旗袍，梳綻畫櫃內級高跟鞋

其實媽年輕時還算跟得上時

發學

活生的在自
一什豁

..

去單菜旅行，地點是六龜的一座
，他的作文又被拿去觀摩了，然
-z 「你們
談又不好意思的說其賞，抖得並不 佛寺。媽跟中閃著丈采
好。一一站時侯技們都會起閱誇她， 知道悅?我們要去的佛寺好莊敏

，不然就是掩不住美地告訴我們

代，是指她只唸到小學畢業，沒
能像幾位舅舅跟小阿姨都戴上了
方椅。如果說母親這輩子有什麼
更多的書。所以當吞光寺翠辦傍

一讓她遺憾的，那就是沒有飯會唸 看她打心底的興，笑得跟闊瞇成

i

笑了起來。

「這個金框正好留
戒指著菜站在路邊的只人招呼談字
笑，笑著說
，在旁的我，一瓦時著眼看到頭
著髮
以後裝妳的結婚照片用。」我

「我們年輕

有大半時間在外面跑;看見我﹒ 得媽媽愛跟爸爸

不見得什麼熱心服務，反是飯來
攸崗給M外的那啡HEUU刻
提更自得其樂。
喜歡…
My
上大學以來，我並不是個常 張口，設服務的
樹，內昂的過樹干時會想起媽媽
時候多，就怪不!i|||||
，一已是種旺愛叫他艾倫悅的聯想。出家的女兒 9即使是寒暑假，也

也不知是年少誠愁，或是這世界 特別的一意義，她本來就認定自己
果真叫人失望，總覺得自己對生的孩子不錯。有時想來也好笑，
活的熱情日漸冷邦，對人闊的悲每個假期泡出去滿足一下知識青
憫也逐日淡漠，可是媽媽一竟是年越
服務社會的熱悅，然後帶回黑
來越活出興趣，每天忙忙碌舔，黑瘦瘦的自己讓媽養胖。在家也

花白的母親的吹得比我年輕許多。想那些嘉勉獎勵的文辭對她並無

..

，就可看出，她所說的沒跟上時

，是氾幾隻風嚕，我可是要放一輩
子的。」就是這樣，我雖然台灣
南北、鄉村城市到處胞，跑出僕
僕風塵嚮住流浪的心情，也跑來

了幾面「熱心服務」的獎牌錦旗
，但跑出更多的還是那份愈來愈
深的眷戀。

媽媽一苦了一跟上面的文
9

...

幫會

•.

翅膀長硬了，那天就不想回家了 時沒能跟得上時

••

aav

••

..

。媽倒是間間地看也不看我，自 代，只好養個女!|||!-v
「養孩子就像放風箏 兒來替我們服務「
顧自地說
，他們想飛出去多遠我就放多少 社會，這也叫開{
線會看見天氣不對就收回來一點 接貢獻!」
..

記得第一次帶著加金框的雙
狀回 家

.•

..

甘曲心女兒 講
從他身上我已明、正看到了什麼叫做鄰居總愛開玩笑地說， 4
「赤子之心」 o也因此，每每在
位過菩提樹下時，咐他愛搜尋技椏
末梢的新葉 9看那通體赤紅帶有
油亮光樺的心形葉片，在陽光下
更顯得剔透 9毫無掩蔽地在大于
拉界，芸芸眾生中展現莖脈。
能管媽媽每天誦經禮佛，也
均個星期在研設班上一次課，但
可是在
9

我相信她一定說不出為何「菩提
本無樹，現鏡亦非臺」

她眼中 9我們都看到平安和喜悅
會也從她說話行事，感受到生命
性惰的率真與蓬勃生機。有時向
她聊天 9或看她在家一表忙上忙下

•

子

蔚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培養僧青

9

審風化關

E我問法師

豐足惑。

(上接第三版)
士旦口布施恆歡喜

婪的采面而已，更捨去了自己內 別的需求，種到本如意的情況， 人嘉歡惡臉對人，他現在會這舜
心鈞、否會、猶豫、自我你護等障
弘一樣會煩惱、發脾氣，絕括一
，一定是遇到不如意的事，待他
礙心理健康的一切煩惱，把心靈句，人總是布望就尊重的。所以 平靜些，持和他訣。」「雞法孩
從開奏、防衛轉為關族、接受，
，要求他人尊敬前，光學若尊敬
子本想菇，教育他均是乳的責任
這猶如從牢獄中獲得釋放，怎能 別人。
，充竟用什麼才式可以讓他品弘一令
總之，逢到逆境
接受呢?」

峙，儘量透過上述語言，轉消極

其次要耐心、坦誠地溝通與 的逃避、防衛、對立為積極的制

耐心地回應

.•••••

誠摯懇切指的是人際之筒， 罔應，不管對方用什麼方式來表
放、鎧諒、自我反省的解決問題

個誠摯懇切

不欲吾先?

流行的服飾，部直抱怨沒有十以服

那眩，誰是窮人呢?是路邊
伸著飯碗的乞丐?是一家家觀垃
圾桶找破銅爛鐵換少許錢維持生
活的人?還是身上穿戴巴黎最新

...•..

••

﹒剋期取證

以上，是佛法中達成自在生

接受的方式傳遞出去，一讓彼此捏
活的一些一淵明念及四項方法，大家

暸解他真正的心意，不被外相所
左右;而對自己的感受及需要，
也要坦然，試若用對方譜了解、

可穿的人?真正的、貧窮是已經
彼擁
此坦誠、體諒地五相對待。一這達，是歡喜、是憤怒、是笑著臉
的態度。若能如此，你就是不被
有許多，有逐食永無一獻。如果原
成是人類的家然，但在成長的過 或郵著闊，我們總要冷靜想辦
外法
度所轉的白，一位看了!
仇可以把自己擁布的東昌，不論 程中，或由上一代的教育，或由
多少與別人分享，這就是堂足。
自身的經驗使然，漸漸把自己加
生活周遷，常可聽到
「我 了一層層的保護膜。
」「如
」「我缺少

需要-

••...

退幣的道心，塑造個人的風格，同 規 il 早晚課講是站立著，法器、
時也影響了周遭的人。一個人清楚 唱念、衣著皆是穩元和尚教示的樣

毅的身影儼然浮現，這是一位禪和 得以再度重現 1.
辦逅的場所。我向他請教有關僧伽
直到現在日本黃葉宗後代子孫
子的形象，無庸任何語言，而是透
過具體徽細的行動，來說明自己不 s仍然持守著老和尚手訂的黃葉清

l

要從什麼地方開始?法師肯定
年 3

教育的問題

o
地阿拉等﹒「成/仟莊巖」

凹程途中，我一直在思考

所以一個人是否「戒行

s

毅來

9

、住、行及所昂的物品背後隱藏了

•.

••.•.•

.•

來胡椒山、禮拜的佛于 0小路的盡頭
，斷斷續續地簿來若隱若現 l!-3 只
頁的木魚聲，還和著議經聲，隨著
山風飄送在混山間，日復一日如甘
露般蕩條眾生的心靈。
或以歡喜，歌嗔頌佛德
「
、'乃至一小一膏，皆已成佛道 」
原來在混山的檢寺里住了一位不知

的在晨光中對唱著，好迎接遠道而

晨曦初透山巔，越過樹林，照
耀山間曲折的小徑，草叢聞、葉廊
上的露臻完，正煥發出瑩瑩的光芒
，吱吱榕一噎 是枝頭約小鳥快樂

...
,••

•.•.•.

-Z
一桐出家人是如何「成行莊嚴」呢自己的身份，就要刻意涵養其心地 子，唱念的內容和我們一樣，發 日
守除「嶽律依戒中消極的不、不、 、志向，才能培養出預期的風格。 是漢一旦日，而且每位僧眾都要學習中

所以，風格不是標新立異 9講 國字，乃至飲食 ll 普茶料理、文
不 e:;外 s迦
m 應淌養什麼呢?有句
究個人主義，不是趕新潮、求時笠 具、器血都是中國式的風格
。
﹒一人前看跟一牌，人後看走路
仰話mq
」意思是說 別人了解我們，多是 ，也不是你說要有風格就有風格， 老和尚將大陸叢林的一切生活習慣
，帶到了日本國土，而且這套文化
感人的風範是踐履出來的，是從平
從你我學于設是間去下判斷||是
，在他圓寂了三百多年後的今天，
依然保存在萬一喘寺里，政為寺里每
一一退位禪和子如此，租的大德

養出來的

某某家庭、某某學校、某某團體教凡的日常生活中，活也不平凡的堅

F

純情正是我們給人直接感受的第一印 福州黃葉山萬幅寺住持，興未清兵

/傅尼山混州蘇唐

.•

導下，過著嚴謹的修行生活，每日

示自目一兀年，蘇州縣有位錄事官 ，忽然感覺下半身酸痛不已，男根
姓朵，耳聞混山尼韌的聲名，竟心
驟然掉落，同時，汗流被北育，身上
懷不軌地萌生邪念，屢屢施加尼的
也長出許多顯瘡，眉毛、鬚髮輯息
閉一一脫落。在極度的痛苦下，錄
輕薄無權的言行，然而尼師志一意貞
「
墨、行正清雅、一絲不筠的向這心
事官這才恍然覺悟，喃喃自語
莫非這就是惡報?」心中生大恐怖
，堅決不從 o一竟觸思
T錄事官，因
此製造事端來騷擾佛寺並所有六血來 ，本來狂暴淫亂的心思，也頓時消
師，且對常佳話般綱紀設施加以毀
歇，返頭狠狠地逃遁而丟。回家蹺
壞，當大血來師們正憂愁焦慮著，不 ，雖然他萬分悲傷、悔恨，日復一
知用什麼方法可以除去巴一諾夫來的積 日地，但所受的損傷、苦痛三血的
折騰到他離開人間。

來寺投宿。在三更半夜，一竟心懷不
軌地，往尼師寮房闖去。走沒變步

•.•.

妥，也因此，「混山尼」的嘉言懿
行被蘇州城遠近的人們傳誦著 o

.•

體悟到

•...•

逆、禍害，此時，持誦法華輕的混
「法
山尼師，挺身而出對大家說
華經是無上珍妙寶典，是諾夫鬼神

一念精誠，以清淨心、虔

經過一這件事以後，尼師深切地

..

.••...

名的尼師，自小出家，在師父的引

•...••

心得為對方掃一部，開者莫不歡喜信

不數日，鋒事官又拉造理由，

他請求佛怯，即以他受持怯華經的 佛菩薩發回蚓、哀祈

色。

輕，奉行如來的教法，不會稍懈。

誠心安持佛法，終必能感召罷天護
晨唇，必議法華經各一部，以為定 ，所共同護衛奉詩的一都經典，在
諜，雖經三十多年，未曾懈怠、荒 經丈中，彿陀一一冉的告訴我們 「 法，把魔鬼沒難障礙一一的獨除，
同時，也要印誼了諸佛菩薩的甚深
廢。也是尼師心繫道上，動求精進 若有安持是辭典者，我當守護，除
智慧，真質不靈，其威神之力確實
的功德力所致吧!誰師容貌生得異其表息，令得安穩，便無伺求，得
不是迷執的眾生所可以想像和揣測
常端莊、安詐，如蓮華般的絞潔清 其佼者已為什麼如今沒有一點靈
聾，每一位見過的人，無不從內心 驗呢?」說完，就沐浴、更換掙衣 ，因此，尼師的志都益加堅毅，行
發出一份仰慕與崇敬，每遇，有人，
向走入儕殿、上去間，以虔誠的心向願也愈為懇切 il 盡形壽持誦法萃

..

戒丈的持守，括出自己來§威儀、 師， 印象一申屯，最深刻，穩元和尚是，一股激動油然而生，這此一查、衣

所以「戒行莊嚴」呈其在哪襄

li--i

.•

尚少
不語言，如果不是老和尚願力、
氾m正
象 s-A
-是
- 別人認識你我的基本入關，到處兵荒馬胡亂，隱一兀和多
心力、行力的啟發，在不同文化背
質料費可以代表個人不同於別人的 得已率少數，弟子，到演海地區結茅
避難。當時日本長略與一幅寺逸悴的景
法和生命單一裊產生撞擊仍被延續下
特殊形象和風格。
來，目一阻些風格終將自歲月的侵蝕而
以諸位同修為例，未進山門前 師，景仰和向高蹈的德行，向德川
日志一位社會青年多一旦出家多志，幕
向府大將軍光囡建議迎請和尚赴日 消失;今天我們也不可能在異國的
非常仰慕，於是派遣逸然法師到中

願 弘法，光圖將軍本來就對中國文化 泥土里景仰到老和尚的遺風!
g

9已是代表鼎佛教的僧伽 9

3對世間追尋的重新定位

力的秉持

轉發

，不多在與一幅寺及是福寺大聞法鐘。咀嚼。

•.

......

?行者要學習什麼典型?需要大家
自然會重新思考相應於佛陀戒律的 國來迎請和俏。
經不起二人懇切熱忱的邀請 9 時時從內心、從吉德、現代人，一
積科以及行者的心境、湖義與行止
擔一兀和尚終於帶領二位弟子東渡日切周遭的事物中去挖掘，去思惟及
慢慢修

s

?使自己的身、口、一意一

?藉此依於「法」的準則

••

....•

..

莊嚴」絕不是用嘴說的，也不是懂也是如此。我們讀中日佛教史時， 一位日本出家血來遵行的軌則。
當我在當內福寺見到一一一過此一一景象時
得一些戒指條文就可以身而是要從 對現末清初遠渡臼本弘法的隱一兀禪

~一~ζ

從尊重別人開始
智、客觀地交流，並因這些交流不的以「位朋取證」四個字來鼓
能與佛法根本精神棺契，終也不斷 當時日本禪宗己衰徵數百年，法壇 果我有××該多好」卻很少有人
詐多信眾常抱怨
「我婆婆 ，促進相互的認識及思想上的激勵自己，也就是為自己訂一個期
地自我塑造及洗鍊 3方成為佛門真 缺乏巨匠，而各輝寺默守成規，僅 這麼思惟﹒.我可以給些什麼?且
路、安排計劃'並在生活中將這
，要不是想她老 盪、提昇。當你的思想有了出浪
作形式應付，未有深入潛修，於是 在別人需要時，高高興興地布施 老是唸我，
正的「法器」 0
出來，能夠這樣，我們的人生必 了，不和她計較，我早就- 」 ，意見被重視時，人與人間真誠 些一方法一一實驗。只要大家執意
我諂併學位峙，拉長白公老人 隱一兀和尚率著弟子潛心進修，除法
悟師父問示
/白丈結記
官學外，不出寺門一步。數年下來，定非常學足，同時，由於有了豐 或說 「做人實在辛苦，碰到這 的信賴、提措們就不難建立。 踐行，相信功效很快會出蹺，但
曾講過一個故事 il 在他佳的大陸
是就一般情況來說，大多數的人
足感，身心會覺得安然、自在， 樣的先生，偏偏孩子也不聽話!
前些天，我帶了幾位同修到掙 叢林，有一個老輝和子，非常地精 果然造就了許多禪鬥龍象。
轉逆境自我語言
因為，我可以傲自己的主人，我
」可見，怨言多出於對自己的保
轉心念、改習慣，確實比自家師
大將軍光因深受和俏的德行感
進，怎麼料進法呢?他一天難得說
作寸72恭一沾上道下海律師作吞光寺
然而，仔細想想，方才我們 交們難，因為師父們每天除了共
粘夏安的依在向開黎軍事後與淨律上半句話，但只要早晚般的時間一 動，於是贈了一大塊山地與隱元和 是歡歡喜喜地在每一個適當的機 護和對別人的不了解，特別是夫
愈親密的人 所談的內容，就各位的經驗來說 修，還有定諜，而且隨時都有菩
尚建寺弘法，郎今日位於日本京都 緣下，提供別人需要的布施者， 妻、兒女、公婆
到，每個上殿的人都可以看到他已
寺往付照自法師談了一席話。
不是都些伸著手等著別人施予的
，愈容易發生，雖然沒有人喜歡 ，思怕還是相當地理想，如何談 薩的加被、提醒，所以如果諸位
經昂然默默地站在自己的蒲團前，府字治縣的黃葉宗大本山||萬一幅
照閃法師山仙家泊是一位建築企
現實和理想相配合，中間問須有一 在每天的作息中，能站個半小時
衝突、爭吵，但要求真正避免，
寺。寺院落成之後，隱一元和尚便著人啊!
業家學現在拾一下塵緣 3做一位老修 坐喜課諦。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
段努力的過程，在此，有幾倡處
要過一個自在的生活，「喜
還必須從心態改變做起，怎麼做
靜坐、誦經、念佛或觀察自己的
謹防要護持青年比丘僧，所以 一年，到後來，人們每走過大般都 手制定清規，一切制度皆沿中國黃
訂 9
理挫折很有殼的自我語言，大家 念頭起伏: ，自然心力會增強
習價式地向他的蒲團里去學而他堅 葉山唐宋舊制，日本真正禪宗叢林 捨」是不可少的。佛經中布句話 呢?
興起掙作寺提供一處青年僧伽安心
.「菩薩拉常教告，因他但常布
首允，是肯定一切人都'和不
自妨試試 「說然我可以對他本 ，決心會更堅定，精神會更飽滿
施。」確實，當一徊人有施的時 己一樣 布血、布肉、有個性， 高興，為什麼他本能惱我?可凡 ，自在的心靈，悠閒的人生就會
候，他所拖出去的不口凡是封方所布其存在價值三等辰，也有他徊
成有需品告槍討的地方。」「沒有
在各位身上印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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